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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阿拉伯人 
 

第一章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与部落 
 

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生平体现了他所肩

负的伟大使命，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与这一使

命息息相关。通过这一使命，他使人类从重重黑暗步入

光明、从对被造物的崇拜进入对独一造物主的崇拜，他

甚至改变了历史轨迹、变更了人类世界的生命历程。要

认识这一精彩的景象，我们先要从这一使命降示前的环

境开始谈起。 
这需要对伊斯兰之前阿拉伯人的部落及其发展、对

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统治方式及部落制度、对当时的各宗

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政治、社会和经济局势等进行

分章简介。 
 

阿拉伯的地理位置 
“阿拉伯”一词意为沙漠、荒野及干旱、不毛之地。

很古老之前，阿拉伯半岛就被赋予了这一称呼，同时，

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也就被称作阿拉伯人。 
阿拉伯半岛西临红海及西奈半岛、东接波斯湾及部

分伊拉克的土地、南滨延伸至印度洋的阿拉伯海、北界

沙姆及部分伊拉克的土地。因某些边界划定的差异，其

面积介于一百万平方英里及一百三十万平方英里之间。 
阿拉伯半岛具有极其重要的自然与地理位置。从内

部而言，阿拉伯半岛被荒漠和沙地环绕，成为了一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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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的堡垒，外族从未能占领和统治过它。因此，半岛上

的居民自古以来就是独立自主的，虽然他们同罗马及波

斯两大帝国为邻，这两大帝国却从未征服过他们。 
从外部而言，阿拉伯半岛位于古代世界各大洲的交

汇点，其西北面是进入非洲的大门、东北面是欧洲的钥

匙、东面则可通向中亚、南亚和远东。此外，每一大洲

都与阿拉伯半岛相会于海洋，它们的船只都以阿拉伯半

岛的港口作为停泊的首选地。 
由于这一地理位置，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南部成为

了众多民族的避难地及商贸、文化、宗教、艺术的交流

中心。 
 

阿拉伯的部落 
至于阿拉伯的部族，历史学家们根据其血统和世

系，把他们分为三类： 
1- 消亡的阿拉伯人：他们是已经完全灭绝的古阿拉

伯人，我们不能得知他们的详细历史信息，诸如：阿德

人、赛莫德人、塔斯姆人、扎迪斯人、伊姆拉格人、伍

迈姆人、朱尔胡姆人、哈杜尔人、瓦巴尔人、阿比勒人、

扎西姆人、哈达拉毛人等等。 
2- 纯正的阿拉伯人：他们的血统追溯到叶实朱

布·本·叶阿鲁布·本·盖哈唐，被称为盖哈唐阿拉伯

人。 
3- 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他们的血统追溯到先知伊

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被称为阿德南阿拉伯人。 
* 纯正的阿拉伯人——盖哈唐人——的祖籍是也

门，从叶实朱布·本·叶阿鲁布·本·盖哈唐之子萨巴

（又译：赛伯伊）繁衍出众多的部落与支系，其中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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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的部落是两个：希木叶尔·本·萨巴及卡哈兰·本·萨

巴，萨巴的其余后代——共十一或十四个支系——被统

称为萨巴人，同属萨巴部落。 
至于希木叶尔部落，其主要支系为： 
1） 古达阿：其主要氏族为巴哈拉、巴利、盖英、

卡勒布、欧兹拉、瓦巴拉。 
2） 萨卡西克：他们是宰德·本瓦伊拉·本·希

木叶尔的后代，宰德的外号为萨卡西克（这

一支系并非下述卡哈兰部落中的萨卡西克

氏族）。 
3） 宰德·朱穆呼尔：其主要氏族为小希木叶尔、

小萨巴、哈督尔、祖·艾苏巴哈。 
至于卡哈兰部落，其主要支系为： 

哈姆丹、艾勒罕、艾什阿尔、塔伊、玛兹黑志（其

主要氏族为：安斯和纳赫阿）、拉赫姆（其主要氏族为：

金达，金达氏族又主要由穆阿维叶、萨坤和萨卡西克家

族组成）、朱扎姆、阿米拉、浩兰、马阿菲尔、安马尔（其

主要氏族为：哈斯阿姆和巴继拉，巴继拉氏族中的主要

家族是艾哈麦斯）、艾兹德（其主要氏族为：奥斯、海兹

拉吉、胡扎阿、以及扎夫纳——统治沙姆地区的加萨尼

国王的家族）。 
卡哈兰部落从也门迁移出来，分布到阿拉伯半岛的

各个地方，据说：由于罗马对海上商路的控制，以及因

对埃及与沙姆的占领而造成的陆地商路的阻碍，卡哈兰

部落的商贸严重受挫，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大洪水之

前迁移了出去。 
也有人说：他们是在商业受挫、继而大洪水毁坏了

田地和庄稼之后，因失去了所有生存的媒介，才迁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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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古兰经》的第三十四章《萨巴》中的第 15 至 19
节对此做出了印证。 

此外，卡哈兰部落的各支系因与希木叶尔部落的各

支系之间的斗争失利，也是导致卡哈兰部落迁移的重要

原因。希木叶尔部落依然留在也门就是对此的有力证明。 
卡哈兰部落迁移的各支系，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1） 艾兹德： 
他们的迁移是遵循其首领仪姆兰·本·阿穆尔·穆

载基亚的意见，他们最初在也门地界内周转、派出先遣

队侦查，最后迁往了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和东部。以下是

他们最后定居地点的详细情况： 
 仪姆兰·本·阿穆尔迁往阿曼，他及其后

代们定居于此，是为阿曼艾兹德人。 
 纳斯尔·本·艾兹德的后代定居于帖哈迈，

是为沙努阿艾兹德人。 
 萨阿拉巴·本·阿穆尔·穆载基亚向希贾

兹（又译为：汉志）地区迁移，定居于萨

阿拉比亚与祖·噶尔之间，当其子成年、

他的势力增强之后，他带领他们迁往麦地

那并定居于此。其后代形成的主要氏族中

有奥斯与海兹拉吉两大部，均是萨阿拉巴

之子哈利撒的后裔。 
 哈利撒·本·阿穆尔——又名胡扎阿——

及其后代迁往西贾兹地区，落脚于马尔·扎

哈兰，然后又占领了哈兰、定居于麦加，

并赶走了这里原先的居民朱尔胡姆人。 
 扎夫纳·本·阿穆尔迁往沙姆并与其后代

定居于此，他是加萨尼诸王的先祖。加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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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本是他们迁往沙姆之前在希贾兹住地流

淌的一股泉水的名称。 
 一些小支系随同这些部落一道迁往希贾兹

和沙姆，如卡阿布·本·阿穆尔、哈里

斯·本·阿穆尔、奥夫·本·阿穆尔等。 
2） 拉赫姆和朱扎姆： 

他们迁往半岛的东部和北部，拉赫姆支系中的纳斯

尔·本·拉比阿是哈伊拉地区马纳兹拉诸王的先祖。 
3） 塔伊： 

他们继艾兹德支系之后向北迁移，然后定居于艾扎

山与萨勒玛山，最后这两座山被称为了塔伊山。 
4） 金达： 

他们最初定居于巴林，然后被迫离开来到了哈达拉

毛，也遭到了同样的驱逐，最后定居于纳季德（又译：

内志），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但好景不长，这

个国家很快没落消失了。 
此外，希木叶尔部落中的古达阿支系也离开了也门，

定居于与伊拉克交界处的旷野，其部分氏族则定居于与

沙姆交界的地方及希贾兹北部地区。 
* 至于阿拉伯化的阿拉伯人，他们最初的先祖是先

知易卜拉欣（即亚伯拉罕，祈主赐其平安），来自于伊拉

克境内一个位于幼发拉底河西岸的名为吾珥的城市，靠

近库法。考古发掘让我们对这一城市及易卜拉欣（祈主

赐其平安）的家庭、当时这个国家的宗教和社会情况有

了细致的了解。 
众所周知，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从吾珥迁往

哈兰，又从哈兰迁往巴勒斯坦，以巴勒斯坦作为了宣教

基地，周游列国。一次，当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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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妻萨拉游历时，遇到了一名暴君，由于萨拉的美貌，

这名暴君对她意图不轨，但萨拉向安拉祈求援助，安拉

便挫败了暴君的阴谋。这一暴君因此认识到萨拉是一位

在安拉那里具有高品的清廉妇女，为了表示对萨拉尊贵

性的承认以及对安拉惩罚的畏惧，他于是让哈扎尔（即：

夏甲）①，去侍奉萨拉，萨拉随后把哈扎尔送给了易卜拉

欣（祈主赐其平安）为妻 ②。 
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返回他在巴勒斯坦的基

地后，安拉通过哈扎尔赐给了他一个儿子，名为伊斯玛

仪（即：以实玛利）。萨拉随后对此产生了嫉妒，要求易

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把哈扎尔及其尚在哺乳的孩子

送走。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于是带着这两母子来

到了希贾兹，让他俩住在一个荒芜的山谷中，那就是后

来的麦加天房所在地——当时只是一块凸起的地面。他

把他俩放在一棵大树下，给他俩留下了一袋椰枣和一壶

水之后，离开了。当干粮和水用尽之后，凭着安拉的恩

惠，一股名为“渗渗泉”的清泉从此地涌出，哈扎尔及

伊斯玛仪得以生存下来。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 ③。 
                                                        
① 通常认为这名暴君是埃及的一个国王，而哈扎尔原是国王的女奴。

然而，大作家穆罕默德·苏莱曼·曼苏尔·法利大师（愿主慈悯之）

认为哈扎尔是自由人，并且是国王的女儿，并以某些有经人（基督

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研究为证（参见其《世界的慈悯》一书 2/34、
36、37）。伊本·赫勒敦引述了阿穆尔·本·阿绥（愿主喜悦之）

与埃及人的一段对话，对话中埃及人对他说：“哈扎尔曾是我们中

一位国王的女儿，然后我们同艾因·闪姆斯人发生了战争，他们战

胜并杀死了国王、俘虏了哈扎尔，然后哈扎尔被送给了你们的祖先

易卜拉欣。”（《伊本·赫勒敦历史》2/1/77） 
② 故事的详情请参阅《布哈里圣训实录》第 2217、2635、3357、3358、
5084、6950 段。 
③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众先知语录篇，第 3364、33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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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来自也门的部落——第二朱尔胡姆部落——

在得到哈扎尔的许可后，在麦加定居下来——他们原先

生活在麦加周边的山谷中。《布哈里圣训实录》中记述，

他们是在伊斯玛仪出生后、成年前来到麦加定居的，但

在此之前他们曾路经过此地 ①。 
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曾多次前往麦加看望他

的妻儿，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次数，但可靠的记载中提到

了四次： 
1- 清高的安拉在尊贵的《古兰经》中告诉我们：易

卜拉欣在梦中看到了宰杀伊斯玛仪，他于是遵从了命令：

“他俩已顺从听命，他便让儿子侧卧在地，我便呼

唤说：‘易卜拉欣啊！你确实已照梦境执行办理，

我就这样给行善者以厚遇。’这真是明显的考验，

我用另一个大的牺牲将他赎替。”（37：103—107） 
在《旧约·创世记》中记载伊斯玛仪比伊斯哈格（即：

以撒）大十三岁，这一故事的相关内容证明它发生在伊

斯哈格出生以前，因为在叙述完这个故事后，安拉以伊

斯哈格向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报喜。 
这个故事至少包括了易卜拉欣（祈主福安之）在伊

斯玛仪成年前到麦加的一次行程，至于其它三次则记载

在《布哈里圣训实录》由伊本·阿巴斯传述的圣训中。

以下是这三次行程的简述： 
2- 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成长起来了，他向朱

尔胡姆人学到了阿拉伯语，并获得了他们的赏识与喜爱，

他们把其部落中的一名女子嫁给他为妻，随后，他的母

亲逝世了。出于对妻儿的惦记，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

                                                        
① 来源同上，第 3364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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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在伊斯玛仪婚后再次来到麦加，但不巧伊斯玛仪外

出了，他就向儿媳询问他俩的情况。这名女子向他诉苦，

抱怨拮据的生活，他于是让她转告伊斯玛仪：换掉家门

的门槛。伊斯玛仪回来后，明白了其父的意图，于是把

妻子休了，另娶了一位妻子（即朱尔胡姆部落的首领穆

达德·本·阿穆尔之女）。 
3- 在伊斯玛仪娶了其第二位妻子后，易卜拉欣（祈

主赐其平安）再次来到麦加，但依然碰到儿子外出了，

他再次向新儿媳询问他俩的情况，这名女子感赞安拉的

恩典，他于是让她转告伊斯玛仪：坚固家门的门槛。然

后，他返回了巴勒斯坦。 
4- 在此之后，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再次来到

麦加，遇到了伊斯玛仪。当时伊斯玛仪正在渗渗泉附近

的一棵大树下削制箭支，当看到易卜拉欣时，他站了起

来，彼此间以父子之礼相待。这是在长久分别之后的会

面，父亲对儿子温和慈祥，儿子对父亲孝顺恭谦。这一

次，他俩共同建造克尔白天房，树起了天房的基础，易

卜拉欣遵照安拉的命令号召人类朝觐天房 ①。 
安拉通过穆达德之女而赐给了伊斯玛仪十二个儿

子，他们是：奈伯特、基达、艾德巴依勒、米布沙姆、

米实马阿、督玛、米沙、胡杜德、耶特玛、耶图尔、纳

菲斯和盖杜曼。 
这十二个儿子繁衍出了十二个部落，最初全都生活

在麦加，靠从事往来于也门与沙姆和埃及间的商贸而生

存。后来，这些部落分散到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甚至半

岛之外的地区。再往后，随着时间的推移，除奈伯特和

基达两个部落外，他们的情况逐步被历史所遗忘。 
                                                        
① 参见：《布哈里圣训实录》众先知语录篇，第 3364、3365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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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伯特的子孙们在希贾兹北部建立了一个昌盛的文

明、以及一个以佩特拉——约旦南部的著名古城——为

首都的强大国家，统治着周边的众多部落，几乎没有能

与之抗衡者，直到罗马人的入侵而被罗马所灭。 
一些研究者认为加萨尼诸王以及辅士中的奥斯与海

兹拉吉两族人的血统，都来自于伊斯玛仪之子奈伯特。 
伊玛目布哈里（愿主慈悯之）在其《布哈里圣训实

录》中编辑了一章名为《也门人的血统来自伊斯玛仪》

的内容，以部分圣训作为引证，哈菲兹·本·哈扎尔长

老在其《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中偏重认为盖哈唐为伊

斯玛仪之子奈伯特的后代 ①。 
至于基达·本·伊斯玛仪，他的后代一直在麦加生

存繁衍，直到阿德南及其子马安德，阿德南阿拉伯人的

血统开始记录，阿德南成为了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

之）的上溯第二十一位先祖。据说，当先知（祈主福安

之）计数其先祖时，上溯到阿德南时就停住了，说道：“系
谱学家们撒谎了。”不再继续追溯 ②。然而，一部分学者

们继续往上追溯研究，但没有达成完全统一的观点。大

研究家穆罕默德·苏莱曼·曼苏尔·法利大师（愿主慈

悯之）侧重赞同伊本·萨阿德、泰伯里和麦斯欧迪等人

的观点，认为在阿德南及易卜拉欣（祈主赐其平安）之

间共间隔了四十代人 ③。 

                                                        
① 《布哈里圣训实录》美德篇，也门人的血统来自伊斯玛仪章，第 3507

段；《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21—623；卡勒比：《马安德与也门

人的血统》1/131；《伊本·赫勒敦历史》2/1/46、2/1/241、242。 
② 参见：《泰伯里历史》2/272—276。 
③ 伊本·萨阿德：《大等级》1/56；《泰伯里历史》2/272、273；麦斯

欧迪：《黄金草原》2/273、274；《伊本·赫勒敦历史》2/2/298；《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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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安德之子纳扎尔——据说马安德只有纳扎尔一

个儿子——繁衍出了多个支系。纳扎尔共有四个儿子，

繁衍出四个大部落：伊亚德、安马尔、拉比阿和穆达尔，

其中的拉比阿与穆达尔部落是支系最为繁盛的。拉比阿

生：杜拜阿与阿萨德，阿萨德生：安扎与扎迪拉，扎迪

拉的后人又繁衍出众多部落，如：阿卜杜勒·盖斯、纳

米尔、瓦伊勒等，瓦伊勒部落又衍生出巴克尔及塔俄里

布等，而巴克尔部落又再分为：盖斯、筛班和哈尼法等。

至于安扎的后人中著名的有当今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王室

家族等。 
从穆达尔繁衍出两大支系：盖斯·埃兰·本·穆达

尔、伊勒亚斯·本·穆达尔。从盖斯·埃兰繁衍出：萨

利姆、华兹、萨格夫、萨阿萨阿、加塔凡，从加塔凡繁

衍出：阿布斯、祖布杨、艾什扎阿、艾阿苏尔。 
从伊勒亚斯·本·穆达尔繁衍出：泰米姆·本·穆

拉、胡扎勒·本·穆德里卡、阿萨德·本·胡扎马、克

奈乃·本·胡扎马，从克奈乃中繁衍出了古来氏。 
古来氏部落又分为数个支系，著名的有：朱马赫、

萨哈姆、阿迪、马赫祖姆、塔伊姆、祖哈拉、古绥·本·克

拉布。古绥·本·克拉布分为：阿卜杜·达尔·本·古

绥、阿萨德·本·阿卜杜勒·欧扎·本·古绥、阿卜杜·麦

纳夫·本·古绥。 
阿卜杜·麦纳夫共分为四大家族：阿卜杜·闪姆斯、

纳法勒、孟塔里布和哈西姆，安拉从哈西姆家族中选择

了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作为众先知的封印，他的全

名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孟塔里

布·本·哈西姆。 
                                                                                                       
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22；《世界的慈悯》2/7、8、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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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祈主福安之）说：“安拉确已从易卜拉欣的儿
子中选择了伊斯玛仪，从伊斯玛仪的后代中选择了克奈
乃部落，从克奈乃部落中选择了古来氏部落，从古来氏
部落中选择了哈西姆家族，从哈西姆家族中选择了我。”① 

阿巴斯·本·阿卜杜勒·孟塔里布传述，安拉的使

者（祈主福安之）说：“安拉确已创造万物并使我成为他
们中的最优秀者；安拉把众生分为两类，使我诞生在最
优秀的族类；他让人类成为各部落，使我诞生在最优秀
的部落；他让人类成为各家族，使我诞生在最优秀的家
族。”② 

当阿德南的后裔繁盛起来之后，他们逐水草而居，

分散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方。 
阿卜杜勒·盖斯部落及巴克尔·本·瓦伊勒支系、

泰米姆支系迁移到了巴林，定居于此。 
哈尼法·本·阿里·本·巴克尔的后代迁移到了叶

玛迈，定居于其首府侯志尔。巴克尔·本·瓦伊勒的其

余派系生活在从叶玛迈到巴林、赛义夫·卡兹玛及沿海

地带，直至伊拉克边界和乌布拉、希特。 
塔俄里布部落则主要生活在半岛上的幼发拉底河流

域，其中部分支系与巴克尔部落共同生活。泰米姆部落

则生活在巴士拉的旷野中。 
萨利姆部落生活在麦地那附近，从瓦迪·古拉到海

白尔、麦地那东部、直到胡拉山。 
阿萨德部落生活在泰玛以东、库法以西，在他们及

                                                        
① 《穆斯林圣训实录》尊贵篇，先知血统的尊贵章，4/1782；《提尔米

兹圣训集》美德篇，先知的尊贵章，5/544。 
② 《提尔米兹圣训集》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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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玛之间隔着塔伊部落，而在他们与库法之间有五天的

行程。 
祖布杨部落生活在从泰玛到浩兰之间的土地上，克

奈乃部落的部分支系生活在帖哈迈，古来氏部落的支系

生活在麦加及其近郊，他们曾经是一盘散沙，直到古

绥·本·克拉布将他们团结起来，提高了他们的声望与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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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阿拉伯人的统治与王国 
 

在先知（祈主福安之）开始宣传伊斯兰之际，阿拉

伯半岛上的统治者分为两大部分： 

1- 加冕的国王：但他们实际上并不独立。 

2- 部落和氏族首领：他们拥有类似加冕国王般的统

治与特权，绝大多数是完全独立的，只有少数臣

服于某一国王。 

加冕的国王是：也门诸王、沙姆地区的加萨尼诸王，

以及希拉诸王。除此之外的阿拉伯统治者都是没有王冠

及国王称号的。下面我们就简要地来了解一下这些君王

与首领。 

 

也门的王国 
也门最古老的纯正阿拉伯人部落是萨巴，对奥尔古

城的考古发掘表明：西元前二十五世纪时他们就已经生

存在那里。西元前十一世纪，他们的文明与势力开始兴

盛。 

我们可以把他们的历史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西元前 1300 年——西元前 620 年： 

这一时期，他们的王国被称为马因国，开始建立于

奈季兰与哈达拉毛之间的平原上，逐步发展壮大，政治

势力达到了希贾兹北部的欧拉与马安。 

据说：他们的移民一直延续到了阿拉伯半岛之外，

商贸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基础。然后，他们建造了在也门

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马里卜水坝，这一水坝给他们提

供了极大的利益，“直至他们把教诲忘记，他们本是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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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的集体。 ”（《古兰经》25:18） 

他们的在这一时期的诸国王，称号为“马克里布·萨

巴”，以绥尔瓦哈城为首都。绥尔瓦哈城的遗址坐落在马

里卜城往西北方向五十公里，萨那往东一百四十二公里

处。这一时期王国历经的国王在二十二至二十六位之

间
①
。 

2- 西元前 620 年——西元前 115 年： 

这一时期，他们的王国被称为萨巴国，国王们放弃

了“马克里布·萨巴”的称号，而称为“萨巴王”，以马

里卜为首都代替了绥尔瓦哈。马里卜城的遗址坐落在萨

那往东一百九十二公里处。 

3- 西元前 115 年——西元 300 年： 

这一时期，他们的王国被称为第一希木叶尔国，因

为希木叶尔部落强大起来占据了萨巴国，他们的国王称

为“里丹萨巴王”，因为他们以里丹作为首都代替了马里

卜。里丹城的遗址坐落在今叶利姆镇附近的穆达瓦尔山

区。在这一时期，他们开始衰败，商贸受到了严重打击。

最初是由于奈伯特人控制了希贾兹北部；然后是罗马人

在占领了埃及、叙利亚和希贾兹北部后，掌控了海上商

贸之路；第三是由于他们内部的部落斗争。这些因素导

致了盖哈唐阿拉伯人的分裂，从而迁移到了更为广阔的

土地。 

4- 西元 300 年——伊斯兰进入也门： 

这一时期的王国被称为第二希木叶尔国，他们的国

王称为“里丹、哈达拉毛与叶姆奈特的萨巴王”，统治着

这一动荡不安的国家。由于国内的政变和内战不断，外

                                                        
① 《历史上的也门》第 77、83、124、130 页；《伊斯兰之前的阿拉伯

历史》第 10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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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趁机入侵，让它失去了独立性。这一时期中，罗马

人进入了亚丁，阿比西尼亚人在他们的帮助下，趁哈姆

丹与希木叶尔两大部落内斗之际，于西元 340 年第一次

占领了也门，一直统治到了西元 378 年。然后，也门重

获独立，但由于马里卜水坝的倒塌，以及《古兰经》中

提到的发生在西元 450 年（或 451 年）的大洪水，造成

了也门文明的坍塌及民众的分散。 

西元 523 年，犹太教徒祖·诺瓦斯发动了一场针对

纳季兰居民的军事行动，想要强迫他们放弃基督教而改

信犹太教，当遭到拒绝之后，他下令掘坑，把拒绝改信

的基督徒投入了燃有烈火的坑中。《古兰经·十二宫章》

中提到了这一事件：“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 ”

（85:4） 

这一事件激起了基督徒的极大愤怒——特别是罗马

诸皇，他们不仅鼓动阿比西尼亚人对抗阿拉伯人，更为

他们筹备了一支海上舰队。西元 525 年，阿比西尼亚的

七万士兵在埃利亚特的率领下，第二次占领了也门。埃

利亚特得到阿比西尼亚国王的授权，一直统治着也门，

直到西元 549 年被他军中的一名将领——艾布拉

哈·本·萨巴赫·艾什拉姆暗杀。艾布拉哈在取悦阿比

西尼亚国王、获得默许之后，自命为也门统治者，随后，

他统帅大军前往麦加意图捣毁天房，这支军队被称为象

军。在象军事件之后，艾布拉哈返回了也门，安拉毁灭

了他，他的儿子叶克苏姆继承他统治也门，然后是他的

次子麦斯鲁格。据说，这两个人的恶劣程度比其父有过

之而无不及，残暴地统治也门人民。 

至于也门人，他们在象军事件后向波斯求助，反抗

阿比西尼亚。西元 575 年，他们在波斯的支持及马阿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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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里布·赛义夫·本·祖·亚泽·希木叶里的领导下，

驱逐了阿比西尼亚人，获得了独立。马阿迪卡里布留下

了一些阿比西尼亚人作为自己的侍从，但有一天，这些

侍从把他刺杀了。他的死导致了祖·亚泽家族王权的覆

灭，波斯任命了一名波斯人统治也门，也门又成为了波

斯的殖民地。也门的第一任波斯统治者是瓦哈拉兹，然

后是马尔扎班·本·瓦哈拉兹，然后是马尔扎班之子提

纳占，然后是赫斯鲁·本·提纳占，然后是巴赞——也

门的最后一名波斯统治者，他于西元 628 年皈信了伊斯

兰，他的皈依终结了波斯在也门的权势。
①
 

 

希拉的王国 
自从居鲁士大帝（西元前 557 年—前 529 年）统一

波斯以来，他们就一直统治着伊拉克及其周边地区，无

人能撼动。直到亚历山大大帝于西元前 326 年彻底击溃

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及其军队，令波斯元气大伤，形成

了封建割据的局面，由各诸侯王统治着，一直到西元 230

年。在这诸侯时代中，盖哈唐人迁移并占据了伊拉克的

部分村庄，然后阿德南人紧随他们的步伐，居住到了幼

发拉底河流域的部分地区。 

这些移民的第一个国王是盖哈唐人马立克·本·法

赫姆·塔努赫，其继任者据一种传述为其弟阿穆尔·本·法

赫姆
②
，另一传述为外号“艾卜拉什·瓦达哈”的扎兹

                                                        
① 细节请参阅：《历史上的也门》第 77—83、124—130、157—161 页

等；《<古兰经>中土地的历史》1/133 至结束；《伊斯兰之前的阿拉

伯历史》第 101—151 页。 
② 《泰伯里历史》2/54；《伊本·赫勒敦历史》2/2//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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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本·马立克·本·法赫姆
①
。 

在阿尔达希尔·本·巴拔克于西元 226 年统一波斯、

建立萨珊王朝开始，波斯回归强盛，征服了阿拉伯人居

住的地区。古达阿部落因此而迁移沙姆，但希拉人和安

巴尔留了下来，臣服于波斯的统治。 

阿尔达希尔时代，扎兹玛统治着希拉及拉比阿、穆

达尔的伊拉克沙漠地区。阿尔达希尔认为自己难以直接

统治阿拉伯人、阻止他们对帝国边境的侵扰，于是决定

从他们中间任命一位国王来实行统治，这从另一方面还

可以让他们帮助抵御罗马帝国对本国的入侵——伊拉克

的阿拉伯人对付臣服于罗马的沙姆阿拉伯人。同时，他

还在希拉留下了一支波斯部队，以帮助扎兹玛对付那些

敢于反抗其统治的阿拉伯人。扎兹玛逝世于西历约 262

年。 

扎兹玛亡故后，阿穆尔·本·阿迪·本·纳斯尔·拉

赫米（西元 268—288 年）继任统治希拉与安巴尔，这是

第一个统治希拉的拉赫姆族的国王，时值沙普尔·本·阿

尔达希尔为波斯皇帝的时代。此后，希拉国王一直由拉

赫姆族人担任，直到古巴兹·本·菲鲁兹（又称：卡瓦

德一世，西元 448—531年）统治波斯时代，境内出现了

号召淫乱的玛兹达克运动，古巴兹同许多帝国百姓一起

追随了这一运动，并向当时的希拉国王门才尔·本·玛

额萨玛（西元 512—554年）发出出信函，要求他追随这

一运动，但门才尔拒绝了，因此而被古巴兹废黜。古巴

兹另行册封响应玛兹达克运动的哈里斯·本·阿穆

尔·本·哈扎尔·金迪为希拉新国王。 

古巴兹嗣后，科斯鲁·艾努沙尔旺（又称科斯鲁一
                                                        
① 《雅各比历史》1/169；《黄金草原》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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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西元 531—578 年）继任波斯皇帝，他对玛兹达克运

动非常憎恶，下令处死了玛兹达克及其许多追随者，并

让门才尔重新执掌希拉王权，通缉哈里斯·本·阿穆尔。

哈里斯逃往卡勒布部落寻求庇护，最后亡故于此。 

希拉的王权一直在门才尔家族手中，直至努尔

曼·本·门才尔（西元 583—605 年）时，因近臣宰德·本·阿

迪·阿巴迪的进谗，科斯鲁对努尔曼极为恼恨，传令他

进京觐见。努尔曼秘密潜逃至筛班部落的首领哈

尼·本·麦斯欧德处，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托付他照料，

再前去面见科斯鲁。科斯鲁把努尔曼囚禁至死，然后任

命伊亚斯·本·格比萨·塔伊为希拉王，并命令他派人

去哈尼·本麦斯欧德处，令其交回努尔曼寄存的财产，

但被哈尼严词拒绝了。科斯鲁于是决定发动战争，派遣

一支部队归伊亚斯统帅，前往征讨阿拉伯筛班部落，筛

班也派出军队迎击。两军在祖·格尔这个地方相遇，展

开了一场激战，最后筛班人取得了胜利，这也是阿拉伯

人在历史上第一次独立战胜外国军队。这是在安拉的使

者（祈主福安之）出生之后不久发生的事。 

在伊亚斯之后，科斯鲁任命一个名为阿扎达

巴·本·马希比扬·本·马哈拉班达德的波斯人统治希

拉，这人一直统治了十七年（西元 614—631 年），然后

王权于西元 632 年回归拉赫姆家族，称号为“玛阿鲁尔”

的门才尔·本·努尔曼成为希拉王，但他仅仅做了八个

月的国王，希拉王国便被哈立德·本·瓦利德率领的穆

斯林军队所灭。
①
 

 

                                                        
① 细节请参阅泰伯里、麦斯欧迪、伊本·古太白、伊本·赫勒敦、伊

本·艾希尔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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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姆的王国 
在阿拉伯人对外迁移的时代中，古达阿部落中的一

些支系迁移到了沙姆边境地区并定居于此。这其中有苏

来赫·本·胡勒旺氏族，氏族中有以达扎依玛出名的达

治阿姆·本·苏来赫家族。罗马帝国利用他们来阻挡游

牧阿拉伯人的侵扰并抵抗波斯的入侵，给他们册封了国

王，其中最著名的国王是齐亚德·本·哈布拉。他们的

王国从西元二世纪初开始，直至同一世纪末期。然后，

加萨尼家族来了，入侵并打败了达扎依玛家族，罗马于

是让加萨尼人统治沙姆的阿拉伯人。加萨尼王国以巴士

里城为基地，在作为罗马属国的情况下，其统治一直延

续到了伊历 13 年（西元 636 年）的雅尔穆克战役。加萨

尼王国的末代国王扎巴拉·本·艾伊海姆在哈里发欧麦

尔·本·罕塔布（愿主喜悦之）时代皈信了伊斯兰
①
。 

 

希贾兹的酋长国 
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终生治理着麦加与天房，

逝世时享年一百三十七岁
②
，其两个儿子奈伯特与基达继

任他的统治。此后，他俩的外祖父穆达德·本·阿穆尔·朱

尔胡米接管麦加，麦加的统治权从此转移到了朱尔胡姆

人手中。虽然伊斯玛仪是天房的建立者，他的子孙们也

一直备受尊重，但他们再未接掌过统治权
③
。 

时光不断流逝，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的子孙

们情况依旧，直到尼布甲尼撒出现前夕，朱尔胡姆人的

                                                        
① 细节请参阅泰伯里、麦斯欧迪、伊本·古太白、伊本·赫勒敦、伊

本·艾希尔等人的著作。 
② 《旧约·创世记》25：17；《泰伯里历史》1/314；《雅各比历史》1/222。 
③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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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势开始衰落，阿德南人开始逐步掌握麦加的政权。当

尼布甲尼撒进攻阿拉伯人时，阿拉伯人的统帅不是朱尔

胡姆人，而是阿德南人，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①
。 

在尼布甲尼撒二世进攻阿拉伯人（西元前 587 年）

之后，阿德南人溃逃至也门，而布尔赫亚偕同马安德到

了沙姆地区的哈兰。当尼布甲尼撒的压力消失之后，马

安德回到了麦加，但朱尔胡姆人中除了召沙姆·本·朱

尔胡玛一家之外，其他人全都走了，马安德于是娶了召

沙姆之女穆阿娜为妻，她为他生了儿子尼扎尔
②
。 

此后，麦加的朱尔胡姆人每况愈下，他们开始劣待

外来朝觐者、剥夺天房专款
③
，这引起了阿德南人的愤怒。

当胡扎阿部落迁移到麦加附近的马尔·扎哈兰之后，看

到了阿德南人对朱尔胡姆人的厌恶，他们于是在一部分

阿德南人——巴克尔·本·阿卜杜·麦纳夫·本·克奈

乃部落——的帮助下，进攻了朱尔胡姆人，最后将朱尔

胡姆人驱逐出了麦加，于西元二世纪中叶占据了麦加的

统治权。 

当朱尔胡姆人从麦加撤离时，他们填掉了渗渗泉、

将这块地方夷为了平地，并把许多物件进行填埋。伊

本·伊斯哈格说：“阿穆尔·本·哈里斯·本·穆达德把

天房的两只金羚羊及黑石埋入了渗渗泉的井中，然后带

着朱尔胡姆人迁往也门，他们对离开麦加、放弃他们在

麦加的财产充满着深切的忧伤。”
④
 

伊斯玛仪（祈主赐其平安）大约生活在西元前二十

                                                        
① 《泰伯里历史》1/559。 
② 《泰伯里历史》1/559、560，2/271；《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22。 
③ 《泰伯里历史》2/284。 
④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4、115；《泰伯里历史》2/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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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因此，朱尔胡姆人在麦加生活了约二十一个世纪

之久，他们统治麦加长达二十个世纪。 

然后，胡扎阿部落代替了他们统治麦加，但穆达尔

部落却拥有三项殊荣： 

第一：带领朝觐者从阿拉法山到穆兹达利法，然后

从米那到阿格白射石。这是伊勒亚斯·本·穆达尔氏族

中的奥斯·本·穆拉家族的特权，他们被称为“苏法”。

这项特权意味着只有当“苏法”首先射石之后，其他的

朝觐者才许可射石。当朝觐者们结束射石，准备从米那

山谷返回之际，苏法们站立在阿格白两侧，只有当他们

通过之后，其他人才许可通过，然后他们再清空道路。

当这一家族灭亡之后，泰米姆氏族中的萨阿德·本·宰

德·马纳家族继承了这一特权。 

第二：宰牲节的清晨前往米那。这一特权属于阿德

旺家族。 

第三：延迟禁月。这一特权属于克奈乃部落中的弗

盖姆·本·阿迪家族。
①
 

胡扎阿部落对麦加的统治一直延续了三百年
②
，阿

德南人在他们统治期间分布到了纳季德以及伊拉克和巴

林的周边地区，而他们中的古来氏支系继续留在了麦加。

古来氏人是克奈乃部落中的分支，在古绥·本·克拉布

来临之前，他们一直与麦加的统治权及天房的管理权无

缘。 

古绥的情况是这样的：尚在襁褓中时，他的父亲就

逝世了，他的母亲改嫁给了欧兹拉部落中的拉比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44、119、122。 
② 亚古特：《麦加》；《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33；麦斯欧迪：《黄金

草原》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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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本·哈拉姆，拉比阿带着这母子俩到了其位于沙姆

边境上的家乡。成年之后，古绥回到了麦加，当时麦加

的统治者是胡扎阿部落中的侯来勒·本·哈卜希亚，古

绥向他的提亲，迎娶了他的女儿胡巴
①
。当侯来勒逝世后，

胡扎阿部落与古来氏人之间发生了战争，最后，古绥获

得了麦加及天房的管理权。 

关于导致这场战争的原因，有三种传述： 

第一：古绥的子嗣繁盛、财产丰厚、地位尊贵，当

侯来勒死后，他认为自己比胡扎阿及巴克尔部落更有资

格来管理麦加与天房，因为古来氏人是伊斯玛仪后代中

的佼佼者。古绥向古来氏及克奈乃部落中的贵族提出从

麦加驱逐胡扎阿与巴克尔部落，得到了他们的响应
②
。 

第二：侯来勒遗嘱古绥管理麦加及天房事务，但胡

扎阿人拒绝将权力让给古绥，双方因此而爆发战争
③
。 

第三：侯来勒把天房的管理权交给其女胡巴，并指

定艾卜·乌布珊·胡扎伊作为她的代理人，艾卜·乌布

珊于是代表胡巴管理天房。当侯来勒逝世后，古绥以一

群驼或一坛酒向他购买了天房的管理权，胡扎阿人对这

一交易感到不满，试图阻止古绥获取这一权力，古绥于

是聚集了古来氏与克奈乃部落之人，提出将胡扎阿部落

驱逐出麦加，得到了响应
④
。 

无论如何，当侯来勒死后，古绥带着古来氏与克奈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7、118。 
②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7、118；《泰伯里历史》2/255、
256。 
③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18；《领袖的花园》1/142。 
④ 《雅各比历史》1/239；《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34；麦斯欧迪：

《黄金草原》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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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部落中的人前往胡扎阿人那里，说道：“我们比你们更

有权利管理天房。”双方于是爆发了激励的战争，死伤惨

重，然后他们开始和谈。巴克尔部落中的雅姆尔·本·奥

夫为他们作裁决，判定古绥比胡扎阿人更有资格掌管麦

加和天房，但古绥须向这场战争中死亡的胡扎阿及巴克

尔部落的人缴付血锾
①
。 

胡扎阿人掌管了天房三百年，然后，古绥于西元四

世纪中叶即 440年获得了麦加与天房管理权
②
。从此之后，

古来氏人获得了麦加的领导地位，古绥成为了全体阿拉

伯人朝觐的天房之宗教元首。 

古绥将其亲族都搬迁至麦加，给每一支系的古来氏

人都安排了住所，保留了努斯艾、萨夫旺家族、阿德旺、

以及穆拉·本·奥夫的原有地位
③
。 

古绥的主要功绩有：在天房禁寺北面建立了一个会

所，其大门与禁寺联通，成为了古来氏人的集会中心，

在其中商讨各重大事件。这个会所对古来氏人有着重要

作用，因为他们通过这个地方统一意见、友好地解决各

种问题
④
。 

古绥拥有以下权利与荣耀： 

1- 领导会所，主持会议：在会所中，他们商讨决

议重大事件，并为他们的女子缔结婚约。 

2- 掌旗：当要发动战争时，只有通过他或者他的

儿子，才能树立旗帜，宣布战争的开始。 

                                                        
① 细节请参阅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3、124；《泰伯里

历史》2/255—258。 
② 《布哈里圣训实录注解》6/633；《黄金草原》2/58。 
③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4、125。 
④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5；《禁寺的信息》第 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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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领导商队：只有在他或者他的儿子的领导下，

麦加人的商队才能出行。 

4- 看护天房：他负责天房的看护，只有他才可以

打开天房的大门。 

5- 向朝觐者供水：他向前来麦加朝觐的人们提供

水池，在其中放入椰枣和葡萄，供他们饮用。 

6- 向朝觐者提供食物：在朝觐季节，古绥向古来

氏人征税，用来向那些贫困的朝觐者们提供食

物
①
。 

古绥的之子阿卜杜·麦纳夫一直在协助参与其父的

领导与管理，然而，由于阿卜杜·达尔才是古绥的长子，

古绥临终前把上述权利全部转交给了长子继承，阿卜

杜·麦纳夫没有反对。但当阿卜杜·麦纳夫逝世后，他

的儿子们开始同他们的堂兄弟——阿卜杜·达尔的儿子

们——争权了，古来氏人分成了两派，几乎酿成了战争。

随后，两派和解，达成了分权协议，领导商队、向朝觐

者供水、供食物三项权利归属于阿卜杜·麦纳夫的后代，

而领导会所、掌旗和看护天房三项权利保留在阿卜杜·达

尔的后代（据另一说法，领导会所的权利为两方共享）。

然后，阿卜杜·麦纳夫的儿子们又通过拈阄，把向朝觐

者供水、供食物两项权利分给哈西姆，而把领导商队权

分给了阿卜杜·闪姆斯。阿卜杜·麦纳夫的儿子哈西姆

终生拥有向朝觐者供水和供食物两项权利，当他逝世后，

其弟孟塔里布·本·阿卜杜·麦纳夫接管了这两项权利，

然后临终时又把权利交给哈西姆之子阿卜杜勒·孟塔里

布——先知穆罕默德（祈主福安之）的祖父。此后，阿

卜杜勒·孟塔里布的儿子们一直掌握着这两项权利，直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30；《雅各比历史》1/240、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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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伊斯兰来临时，权利交到了阿巴斯的手中
①
。 

除上述各权利外，古来氏人还拥有其它许多权利和

地位，这让他们的统治成为了一个小国家，或者更准确

地说是类似于一个民主的小国。他们具有类似于现代议

会和政府功能的协商与管理制度，以下是这些权利的一

个简述： 

1- 抽签：即负责向偶像卜卦抽签。这是朱马赫家

族的权利。 

2- 分配：即安排向偶像的献牲和许愿，并且调和

纷争、诉讼。这是萨哈姆家族的权利。 

3- 协商：这是阿萨德家族的权利。 

4- 罚款：即安排血金与罚金。这是泰姆家族的权

利。 

5- 执旗：即执掌部落的旗帜。这是伍麦叶家族的

权利。 

6- 组建军营：包括步兵与骑兵队伍。这是马赫祖

姆家族的权利。 

7- 外部交涉：这是阿迪家族的权利
②
。 

 

其余阿拉伯人的统治 
我们之前已经讲述了盖哈唐与阿德南各部落的迁

移，他们分散到了阿拉伯半岛的各个地方。这些部落中

靠近希拉的部落，附属于希拉的国王，而靠近沙姆的部

                                                        
① 伊本·西沙姆：《先知生平传记》1/129—132、137、142、178、179；
《雅各比历史》1/241。 
② 《<古兰经>中土地的历史》2/104—106。众所周知，发动战争时的

掌旗权属于阿卜杜·达尔后代——正如上面我们所提到的那样，但伍

麦叶家族拥有的是公共执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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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则附属于加萨尼国王，然而他们的这种附属仅仅是

名义上的，实际并没有受到控制。至于半岛内部的各部

落，则是完全独立的。 

事实上，这些部落自行选择了部落酋长进行统治，

每一个部落就是一个小政府，以整体部落的观念作为统

治基础，保卫部落领土、抵御外来侵犯。 

部落酋长在其部落中的地位，就如同国王一般，无

论是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整个部落听命于其首领，

而不得怠慢，其统治权可同专制君王相提并论。然而，

由于堂兄弟之间对统治权的争夺，他们往往通过慷慨待

客、宽容大度、展现勇敢、捍卫正义等方式意图获得人

民——尤其是当时的部落诗人们——的赞扬，以便在竞

争中提高自己的地位品级。 

部落中的贵族与首领们具有特权，他们获取四分之

一的战利品，并在分配战利品前先行挑选，且获得分配

之后剩余而不适宜分割的，如骆驼和马匹等。 

 

政治状况 
在叙述了阿拉伯的统治者们之后，我们概述一下他

们的政治状况，以便让局势更加清楚。靠近外国边境的

三个地区，他们的政治情况是最衰败的。那里的人们分

为主人与奴隶，或者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奴隶主们—

—尤其是外国人——获得各种利益，而奴隶们则受尽剥

削。进一步说，百姓们就像是专门为政府提供产品的农

田，而政府则专门盘剥以满足其享受、挥霍、暴政与征

战。人们遭受着各种不公与暴虐，黑暗从各个方面包围

着他们，他们甚至没有抱怨的权利。 

至于临近这些地区的部落，他们则摇摆不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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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有时加入伊拉克人的队伍，有时又转投沙姆人的

行列。 

阿拉伯半岛内部的部落们则是一盘散沙，部落纷

争、宗教分歧、种族矛盾此起彼伏，他们没有一个能支

持他们独立的国王，也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支持者。 

然而，希贾兹的政府却是受到全体阿拉伯人尊重

的，他们将其认为是领导与管理他们宗教的中心。这一

政府事实上融合了世俗政权与宗教统治为一体，以宗教

的名义在阿拉伯人中实行着统治，它统治着麦加及其周

边地区，并维护着前往天房朝觐的各使团的利益，执行

着易卜拉欣的律法。他们甚至拥有类似于当今的国会的

组织和机构——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然而，这个

政府又是很衰弱的，没有能力肩负起重担，阿比西尼亚

人入侵一事就是对此最好的证明。 
 


